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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個人簡介 

 

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台禪寺德州分
院 普德精舍治寺嚴謹，信眾眾多，聲譽日
隆。普德精舍每週都有講經打坐課程，並
且定期舉辦法會為大眾祈福、傳揚佛法。

阿彌陀佛 ！各位護法居士，吉祥平安
！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11月20日（星期天
）上午10:00至11:30 將舉辦20週年慶祈福
法會。

歡迎報名！此次為現場法會非線上法
會， 法會後 11:30 有提供茶點、結緣品與
節目表演)！

法會報名截止日期： 11 月 19 日 (週

六) 中午 12:00前 ，
普德精舍 20 週年慶祈福法會(現場法

會)報名表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d8Un-
ww4DE3OFyJ_-OJrw4zTjhl0EslwvsVG-
gV2rhRI0q6P0w/viewform

祝福你：闔家平安吉祥，法喜禪悅!
祈願十方檀越善信，同霑法益，共襄

盛舉。
古德雲： 『念佛一句，福增無量；禮

佛一拜，罪滅河沙。 』
每個人或多或少，在生活上、工作上

，都可能因起無名煩惱而造作不善業。更
有因過去的業障，而陷入目前的困境當中
。

如何懺悔？能知過、改過、 放下心中
的包袱 ，以覺悟的心不再造罪，才是最為
重要而根本的滅罪增福之道。
中臺禪寺德州分院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
TON

聯繫電話：(281) 568-1568
地 址 ：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11月20日將舉行法會！

目前一年一度的奧巴馬保險 （Obamacare） 的開放註冊期已
經開始 。建議有需要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而且對現有奧巴馬
醫保的人士，你要了解明年的計劃有比較大的調整。就我們目前
掌握的信息，你很有必要了解或更換你現有的計劃。否則如果您
不滿足特殊註冊期的條件的話，就要等到下一個年度的開放註冊
期才能申請或調換計劃。鑑於醫療保險對於每個個人和家庭的重
要性，瑞源保險事務所建議有這方面需要的朋友要充分利用這一
年一度的開放註冊期重新檢查您自己的現有保險計劃看看是否還
滿足您或您家庭的需要，並根據需要對您的保險計劃做出必要的
調整。為了方便大家讀懂您的保單，我們下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
下醫療保險相關的一些常見術語，希望能對大家在審查現有保險
計劃和篩選新的保險計劃時有所幫助。

與醫療費用有關的常見
術語

Premium (保費)：指受
保人定期向保險公司支付
的費用，通常是月付。

Deductible（自付額 ）
：在保險公司開始賠付前
，投保人自己要先付的錢
。

Co-Pay（共付額）：
類似掛號費，每次看醫生
時都要付，若是專科醫生
可能會稍貴，每個計劃收
費可能不同。

Coinsurance（共同保險
）：保險公司給醫療費賠
付的百分比。例如：20/80
（個人承擔20%，保險公司

承擔80%）。當你付完自付額後，你只需要支付醫療賬單的20%
，保險公司會支付賬單的80%。

Out-of-pocket maximum （最高自付限額）：在一個固定時
段內，通常為一年，個人自費支付的所有醫療費用的最高限額比
如全年累計支付的 deductible, copay or coinsurance（不包括保險
費premium）稱為投保人最高自付額。

與醫療網絡有關的術語
In-Network Provider：是指和保險公司簽約的醫院和醫生。

Out-of-Network Provider：是指和沒有和保險公司簽約的醫院和
醫生。
在看醫生前，最好先確認這個醫生或是診所是保險公司網絡內的
醫生，這樣保險公司賠付的比例會是最好的。有些保險計劃同常
不支付計劃網絡外的醫療費用。

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最常見的醫療計
劃之一，該計劃要求您必須選擇一位 Primary Care Physician（家
庭醫師），要看專科醫生的話，通常先到家庭醫師那邊拿 Re-
ferral 轉診，而這些專科醫師都必須是網絡內的醫生。這種計劃
保費通常較便宜。但是也有些HMO計劃沒有轉診的要求，請諮
詢資深保險顧問了解詳情。

PPO（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最常見的醫療保險
計劃之一，好處是不用選家庭醫師，可以直接找專科醫生看診。
醫療網內外的醫師都可以看，但網外醫生可能自行負擔的金額較
高。

EPO（Exclusive Provider Organization）：只能選擇網絡內任
何醫生或醫療機構，不過不需要轉診。

希望以上信息會大家有所幫助。鑑於醫療保險計劃的複雜性
，瑞源保險事務所溫馨提醒大家，在選擇保險計劃時一定要找經
驗豐富的專業保險代理幫您選擇和比較保險計劃，免得您自己費
時，費力，費心。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沒有任何手續費和任
何額外附加費用，因為保費都是統一定價的，所以通過經驗豐富

的代理申請是最明智快捷的選擇。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醫保計
劃，醫保計劃的全面性和醫保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
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

我們事務所代理奧巴馬保險多年，連續多年榮獲奧巴馬醫保
精英獎，我們每年都會花費大量的時間調查和研究市場上的保險
計劃，所以我們熟知保險條例和保險計劃所涵蓋的內容。我們一
定會根據您的需要，幫您精心挑選出最適合您的保險計劃。歡迎
大家諮詢，面談和電話均可快捷高效申請。

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的保險行業經
驗，曾擔任美國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
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員，奧巴馬醫保精
英獎獲得者。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張瑞女
士直線電話：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12149718026，公司
電話： 214-937-4287 Email: INFO@BENEFONS.COM。公司在
達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瑞源保險專欄29---奧巴馬醫保常見術語

(本報休斯頓報導) 如
同日昇日落，在人生的旅
途之中，有開始也有結束
，臨終是每個人必須面臨
的大課題，無論富貴貧賤
、種族、職業，都有不得
不面對之時。如何面對終
點做好生前計畫、以及該
怎麼準備身後之事，似乎
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趁
早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
大事比較忌諱，然而，隨
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
豁達的心態面對，疫情之
後，更改變了許多人對生
死的態度，所謂的 「身後
事」，並不意味著應該等
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在就可以開始部
署 「生前計畫」。為善終做好規劃，就如同好
的財務規劃一般，既減輕自己與家人的負擔，
也能避免不須要的麻煩。
為什麼 「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尊嚴紀念館 (Dignity Memorial)是全球最具
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在全美有2200多個
地點。我們請到其中的吳玉玲顧問來為民眾談
談，為什麼 「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做了計畫可
以幫助減輕哪些負擔？

吳顧問表示，本公司每年為成千上萬的家
庭提供服務，每天都遇到許多沒有預先做生前
計劃的人，而突然卻面臨著要處理親人的後事
，這是他們從未做過的突發狀況，壓力非常大
，沒有經驗卻必須在48小時內決定許多事情。
經濟上和情感上的壓力

死亡意外發生時，家人會承受兩種負擔，
那就是經濟上和情感上的負擔。大家知道，處
理後事時，喪葬費是沒有折扣的，無論當時的
價格是多少，家人都必須全額支付，在執行殯
儀服務之前，所有款項都必須付清。

親人過世後最初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經
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如果在生前預先計劃好
自己的葬禮，無論是要土葬或是火葬，葬禮應
如何安排，都能完整的寫下您的意願，並預先
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家人提供他們所需的情
感與精神的恢復時間，而不用在倉促間做出一

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人可把時間用在
與親友互相支持之中，回憶過世親人的點滴，
並逐漸恢復難過的心情。
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預先選擇生前計劃時，可以按照自己的
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人許多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細考慮
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要的方式。有
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孫之間有差異，即使
告訴家人自己的臨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
得或不同意。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
一方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多年前
預先做了生前計劃，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費。經
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去使用這些服務
時，才知道省下非常多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遭受喪
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擔心喪葬費的金錢來
源。一般來說，在人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
可能無法使用，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
時間才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
家人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的費用。
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了家人的巨大負
擔。
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實際好處之一是省錢
，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葬費的成本也不斷

上升。當您計劃並提
前付款時，實際上就
是鎖定了價格保證。
例如，如果今天計劃
並選擇一個價格為 2,
000 美元的棺材，即
使未來價格上漲了許
多，也不必為再多付
錢。以當前價格購買
商品，可以保護您和
子孫免受通貨膨脹的
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
說:“我的父母在多年
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
畫，到使用時已經有
很大的差額，這為我
們節省大筆金錢。”
本月特別推出：“60
天首付延遲”

在休斯頓，許多
家庭給予橡林紀念園
殯儀館和墓園(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最
受華裔人士中意的風水寶地，也是既有墓地、
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
禮一條龍式服務。

Dignity Memorial 最受華人喜歡的墓園是
Memorial Oaks。本月推出優惠: 高達 12%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特別推出：“60 天首付延
遲”， 明年 1 月才需按月付款，60個月0%利
率，無需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10% Off，優
惠 只 到 本 月 底 前 有 效 。 立 即 致 電 ：
832-494-6710( 吳 玉 玲)。 Memorial Oaks 地 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投資未來 預先計畫減輕家人的負擔
鎖定現今的價格，免受通貨膨脹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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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投票日逼近，嘉義市議員選戰愈趨激烈，
賄聲賄影傳聞不斷，多位議員督促嘉義市警察
局編列查賄獎金，鼓勵員警加強查賄，市警局
16日表示，市長黃敏惠為宣示反賄選的決心，
決議動用第2預備金編列1000萬元查賄獎金，將
會更加激勵查賄工作。

嘉義市議長莊豐安、副議長蘇澤峰及議員
蔡榮豐、張榮藏、張秀華、蔡文旭，在此次市
議會定期大會開幕時，建議嘉義市警察局編列
查賄獎金，提振警方加強抓賄選的士氣，獲得
議員普遍支持，經多位議員督促，市警察局長
王文澤允諾編列。

市警察局刑警大隊表示，4年前500萬元查
賄獎金全部發完，此次編列1000萬元查賄獎金

，審核標準比照歷次的規範，查獲賄選案移送
至地檢署，可依規定申報獎金，原則上抓到選
民、樁腳、里長候選人、市議員候選及市長候
選人，各發放3萬、6萬、10萬、20萬元獎金，
目前有6件查賄案，包括3件已移送、3件待移
送。

嘉義地檢署表示，選舉投票日接近，檢舉
情資也增加，目前選他案有逾300件，選偵案逾
100件，檢警調也加緊查賄，目前已起訴3件共8
人，聲押獲准 8 人，交保 29 人；其中，繼嘉義
市特定西區議員候選人涉嫌賄選遭羈押，近日
檢警調再查獲嘉義市東區議員候選人樁腳涉嫌
以1票1000元買票，另有3件嘉義縣鄉代表候選
人樁腳涉嫌現金買票案。

嘉市宣示反賄選 編列千萬獎金

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虹安，被 「吹哨
者」向調查局北機站檢舉她聘用李姓男友當公
費助理涉貪，檢舉函並指李男在永齡基金會任
職、年薪600萬元。據了解，調查局北機站日前
已向立法院轄區的台北地檢署報請檢察官指揮
偵辦，目前檢方仍在分案中，預料九合一選舉
過後，檢調才可能有進一步的偵辦動作。

但有媒體突然於16日報導，高虹安的李姓
男友涉嫌虛報薪資、逃漏稅，廉政署赴永齡基
金會搜索。廉政署聞訊，立刻向法務部及媒體
說明虛報薪資、逃漏稅案件，並非廉政署職掌

，廉政署並無搜索基金會，該媒體隨即下架該
新聞。

高虹安被檢舉聘用男友涉嫌詐領助理費、
將助理薪水做為 「公積金」作為他用，涉嫌
《貪汙治罪條例》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刑
法》偽造文書罪，調查局已指派北機站蒐證中
。

承辦本案的調查局北機站因立法院屬於台
北地檢署轄區，近日已向台北地檢署報請檢察
官指揮偵辦，目前北機站有陸續收到不少檢舉
資料，正在過濾研析中，另北機站因派出多名

調查官進駐數個地檢署，支援九合一選舉查察
工作，辦案人力吃緊，因此目前北機站仍在蒐
集證據階段，尚未有具體偵查動作，預計選後
才會有進一步的偵辦動作。

調查局強調，本案將秉持行政中立立場，
毋枉毋縱，將在檢察官的指揮下，依照既定程
序及客觀證據查明真相。

高虹安涉詐領助理費案 調查局報請北檢指揮偵辦

近來發表200多篇文章質疑高端疫苗效力
的王任賢醫師，遭高端提告多項罪名而聲名大
噪，其實王任賢在醫界早已赫赫有名，他曾在
SARS期間擔任衛生署疾管局（現為衛福部疾管
署） 「中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指揮官，帶領
團隊創下 「中部零起院內感染」 佳績而轟動一
時，當時王任賢被封為 「抗煞英雄」 、獲得國
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頒佈的 「醫療品質金獎
」 ，然而台灣在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的防疫亂象
，造成不少病患枉死，讓他覺得有必要說實話
。

走過SARS黑暗幽谷，王任賢認為台灣在新
冠肺炎期間最大的問題是 「就醫障礙」 ，台灣

的醫療品質很好，但新冠肺炎死亡率卻超高，
主要因為陳時中當衛福部長所設下的就醫障礙
，讓很多病人到院前就已死亡，連沒得新冠肺
炎的病人也因而死亡。他強調不該以醫療政策
來保全醫院，上戰場把病人照顧好才是醫師的
天職

王任賢指出，依照國際間Omicron死亡率
約萬分之3推算，單日死亡人數頂多10多位，
但台灣死亡率卻高達千分之5，以今年7月11
日統計為例，仍有96人染疫死亡，不料衛福部
長陳時中跑去選舉了，這樣相當不負責任。

1958年在台中出生的王任賢醫師是眷村子
弟，爸爸是18歲就從大陸來台的年輕軍官，媽

媽則是台中梧棲人，他說當初本省人和外省人
不通婚，爸爸幾乎是以入贅方式才勉強娶到媽
媽，他家4個兄弟姊妹成了標準的 「芋頭番薯
」 。2歲時全家搬到台北，住在萬華的眷村 「梅
園一村」 ，籍貫是廣東梅縣的爸爸非常重視教
育，全家只有父親微薄的軍餉收入，仍勒緊腰
帶讓他念私立光仁小學和初中，而他也不負父
母的期待考上建國中學，畢業後順利錄取台大
醫學院。

王任賢說，當初因為家裡窮才想當醫師，
自己的興趣其實在理工方面，可是爸爸要他念
醫，他想想自己是眷村子弟，當醫師不用靠背
景就能養家活口，因此走上醫學之路，可是進

了醫學院後，發現學費也不便宜，一學期要好
幾千元，還好申請到清寒獎學金，剛好足以支
付學費，所以他等於是 「被公費支持的學生」
，因此下定決心有機會要進公部門貢獻所學。

服完兵役後要申請醫院當住院醫師，王任
賢的爸爸告訴他： 「你看我要到哪裡看病？」
身為榮民的爸爸當然生病要去榮民總醫院，因
此王任賢選擇榮總。他認為外科是靠手藝的科
，他自認手藝不好、但內科要用腦筋，他腦筋
好因此選內科，可是當時榮總醫師以國防醫學
院畢業生為主，比較熱門的科別輪不到他這個
台大畢業的外校生，後來他只好選了感染科，
次專科選了 「沒人要」 的性病，爸爸還虧他說
： 「長得這麼體面，怎麼選了這麼猥褻的科。
」 不過也是因為性病和公共衛生的影響面很大
，讓他踏上了公衛的道路。

台灣新冠死亡率超高！ 王任賢怒批陳時中：設 「就醫障礙」害人

十月22日出席觀賞中華合唱團"璀璨五十 歲月留聲"演唱會的觀眾，必然對年輕，風度翩翩，彈奏出神入化的伴奏留下深刻
印象，他就是鋼琴家楊明先生。

楊明來自臺灣高雄，於臺灣師範大學取得鋼琴演奏學士學位，師從范 克來本全國鋼琴大賽獲獎者諸大明教授。在校期間獲
得鋼琴協奏曲比賽第一名，並與師大交響樂團演出莫扎特笫二十三號鋼琴協奏曲。楊明現於美國休士頓大學攻讀鋼琴演奏和鋼
琴合作碩士雙學位，師從 Timothy Hester。

楊明現任教於 Vivo Professional Music School，同時也是休士頓中華合唱團，休士頓臺聲合唱團的伴奏。在休士頓大學期間
，獲得 Moores Mountain Music Scholarship 和 JCCAA Stone Mountain Properties Scholarship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音樂獎
學金) 等獎學金。

得獎經歷: 2015年 臺灣師範大學鋼琴協奏曲比賽第一名，2014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鋼琴五重奏第一名。
楊明將舉辦畢業獨奏會，日期為十一月20日中午12時，地點在休大 Dudley Recital Hall，敬邀大家參加，免費入場。
(可以導航到Moores School of Music，地址如下
University of Houston, 3333 Cullen Blvd Room 120, Houston, TX 77004)

楊明鋼琴家獨奏會



BB44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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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1992 年春天，知悉一代美學宗師李澤厚獲準
離開大陸，來到美國科羅拉多州執教，筆者前往
採訪，而後在中副所發表的一篇訪問記。 2021年
十一月閱報得知他在科州逝世，哲人其萎，不禁
黯然！

由於個人才疏學淺，程度不夠評述他的學問
和著作，本文謹記述1992 年筆者赴科羅拉多州專
訪、及 2000年他應美南華文作協和萊斯大學之邀
蒞臨休士頓，再度訪談的經過，本文也可視為新
舊世紀之交，一則追星族所述的學者名人軼事。

第一次接觸李澤厚的大作 「美的歷程」，是
八０年代中期返台探親，由一位高中時代的好友
所推介。出版人指出， 「這是難得一見的天才之
作…作者從哲學、文學、藝術、美學、歷史學…
的各種學術角度出發，將中華民族文學和藝術的
發展，從古至今作一系統和有機的銓釋，精思妙
解，隨處可見」。

看完這本書，從評介文章中得知: 他動筆寫這
本書時正值下放勞動，當別人在牛棚裡做木工打
發時間，他卻能利用數月功夫，總結廿餘年對中
國古代美學思想的思考而完成了 「美的歷程」，
牛棚裡沒有參考書和舒適的書房，然而文字如行
雲流水，且字裡行間帶著一種詩情，提升了閱讀
的意境和效果，正是許多筆耕者夢寐難求的文字
造詣。

因為 「美的歷程」十分好看，接著閱讀他所
寫的 「我走過的路」 、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等
著作，日後讀到歷史學者余英時教授的評述: 「李
澤厚通過書籍使得一整代的知識份子，從共產主
義的意識形態之中解放出來。」此語蘊涵了李澤
厚對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的貢獻和影響力 ！

當代新聞報導
上世紀九０年代初，家中一雙兒女踏入中小

學，我也開始投入自由撰稿的採訪行業，前此我
在新聞研究所徐佳士老師的推薦之下，由台北正
中書局出版 「當代新聞報導」，那時李澤厚先生
因六四同情學生而成為被中共當局被批判最多的
知識分子，不但著作被禁 ，而且受到停職檢查的
處分。其間透過西方政府和民間學界的遊說和努
力，於九二年初獲准出國，受聘前往科羅拉多州

學院哲學系講授中國思想史。
或許因為撰寫 「當代新聞報導」之後，

一些採訪寫作的理論與規則逐漸開始在腦
海裡震盪發酵，心想不能老是紙上談兵，
也應該拿起兵刃到戰場上取得一些作業經
驗，當時我在居家附近休士頓地區所作的
報導也日見增多，但最後決定自費前往科
羅拉多州去採訪一位知名學者，確是一個

特殊的例子，其中最大的推動力是我對 「美的歷
程」作者所存的敬佩之心和好奇。

那趟專訪旅行外表看似平常，然而事先的準
備工作卻十分繁瑣；必須要麻煩紐約華文媒體朋
友與李澤厚教授取得聯繫，徵求他同意接受採訪
，1992 年春李澤厚初來乍到美國，落腳科州的一
個山城，因為我看圖識路的能力差，怯於在陌生
城市開車，於是又動用我唸研究所時的室友劉紀
華的関係請她住在Boulder 城的學生把我從丹佛機
場送到Colorado Spring與李教授見面。同時為了方
便接送我的一位學生的時間，必須安排在週末訪
談，有一段接駁路程還勞駕了當時執教科州大學
的葛浩文教授（翻譯名家）。雖然一路行程順利
，但是採訪結果卻不盡理想；主因籌劃的時候希
望他談談對六四天安門的感受並且以歷史的角度
如何看待這次學生爭取民主運動。然而事與願違
，他拒絕回應這些敏感話題，追問之下，表示：
「我以後還是希望每年都回北京走一趟」。

聽完李教授的這番話，令我深切感受到一個採訪
者的無力感，並且能體諒在當時國內的情況之下
，一位異議者之進退難為！再加上一開頭我就心
無城府地回答受訪者，稿子將在中央日報的副刊
發表，他知曉這是一份國民黨的報紙，自然會提
高警覺。其實出現此一狀況並非不在意料之中，
最初在自家書房作沙盤推演時，曾有意向受訪者
拿出一份提問綱要，但又恐因此被拒絕，總之，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幸好我是自付旅行費用，除
了自我檢討之外，並沒有因未達預期目標而受人
責備，不料繳稿後，中副主編梅新先生竟給這篇
沒有抓住時事重點的專訪擬定一個帶有詩意的題
目： 「李澤厚的有情世界」，梅新不僅是台灣
「現代派」新詩創作的傑出詩人，而且四度獲得

媒體副刊編輯的金鼎獎。
自認徒勞無功
數年後，我在圖書館翻閱一本 「大陸當代文

化名人評傳： 公民社會的開創者」，是由馬漢茂
和齊墨兩位漢學家主編，在李澤厚的那一篇裡兩
度引用1992年我訪問他的片斷，其一 : 「李澤 厚
回憶年輕時喜歡閱讀武俠小說，他並且認為武俠

小說對於滿足和培養
少年人的想像力是很
有益處的。 」這項發
現稍許彌補了我當年
「徒勞無功」的遺憾

。
那趟採訪還在無

意之間發現這位美學
大師的家居有情世界
！他的另一半年輕時
是一位舞者，早先曾
隨中國舞團出訪東歐
，回答我問題時吐字
輕聲細語，從她靈秀
的大眼和苗條的身材

可以想像當年的韻致和風采，當我轉身請教李教
授是否想念北京飯館的佳餚美味，他立刻表示，
我妻子的廚藝很好， 「即使在國內我也很少上館
子。」當我要求為他們合影時，兩人選擇了一個
單人椅相擁而坐，毫無道學痕跡，顯然讓美學和
情趣自然走進生活。雖然李澤厚在他1995年所出
版的 「波齋新說」的封底自抒: 「齋」與 「災 」
諧音，之所以有波齋者，乃東門失火波災池魚，
而遠遁故也」。但是他這條遠遁的池魚，到了異
地仍可享受賢妻的體貼照顧和美食，揮灑自由發
言的空間，與好友劉再復對話，繼續出版像 「告
別革命」的書。

千禧年2000三月，李澤厚教授應我所屬的北
美華文作協美南分會之邀 「細說美學」，休士頓
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斐克 Baker Public Policy
Center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中美跨文化遊廊 」主
任劉瓊毅博士Steven Lewis 聞訊後，即聯袂邀請李
澤厚到該校談論五年前與劉再復合著的對話錄:
「告別革命」，敘述他移居美國之後的思想近況

。
決心 「告別革命」
為什麼中國應該告別革命呢? 兩位學者認為影

響過去中國百年命運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革命，所
謂革命是指群眾以急劇暴力方式推翻現有製度與
權威的行動，但展望新世紀，不能再把革命當作
聖物，否則會將中國推向殘傷的泥淖，因此二人
主張以 「改良」、 「建設」代替 「破壞」，而決
心告別革命！但是李澤厚說: 這本書出版後，內受
大陸官方火力十足的批判，外受民運份子的夾攻
，兩面不討好，它也不准在大陸出版，不料 「告
別革命」一詞卻變得十分流行。

李澤厚在萊斯大學的演講從大陸文革之後所
掀起的 「美學熱」及後起的 「文化熱」說起，到
了九０年代思想界出現了自由派和新左派：前者
認為政府不要幹預太多，應全面自由化，後者則
強調經改之後，造成貧富懸殊的現象，政府應多
加干預。在這場自由和平等的爭論之中，李澤厚
說他比較傾向自由派，他認為中國的自由不是太
多，而是不夠，而現在中國所需要的是自由，而
不是民主。

一位聽眾問及中國未來的民主前途，他很不
樂觀，他說： 「進步很慢，但火車開快了，又怕
容易翻車」，不過他認為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
台灣比大陸民主，美國比台灣民主，但美國的民
主又被商業、傳媒及廣告所控制，他指出中國人
實行民主 「激情有餘，理性不足 」，一直缺乏一
種形式觀念的建立，革命時談的是打破舊秩序，

更重要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形式程序， 「程序」代
表理性的落實和具體化，民主不是為所欲為，他
說嚴復把約翰米勒的 「論自由」譯成 「群己權界
論」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早在上世紀五０年代，
李澤厚就主張大家研讀孫中山的 「民權初步」，
先學習怎麼開會。

李澤厚休士頓之行的第二日蒞臨美南作協，
演講題目是 「從美學談起」；他先 闡釋美恆常在
實踐與動性過程之中出現， 譬如中國的文章需要
朗讀，讀韓癒的文章是一種味道，讀柳宗元的又
是另一種味道，讀出來以後便會影響你的思維進
而產生一種境界，這便是美的出現。他最後歸納
：美超出感性之上，包含道德社會或神聖的品質
，它在人類實踐動性之中影響個人思維，改造了
客觀世界，此為中國人理性美學的傳統，這位美
學哲學和歷史學者強調：華夏美學是以儒家思想
為主體的中華傳統美學，他認為 儒家有久遠深厚
的社會歷史根基，又不斷吸取、同化各家學說而
豐富發展，從而構成華夏文化的主流和基幹。

李教授來訪休士頓之時，恰巧當地博物館展
出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是大陸卅七個博物館所調
來的珍藏，有位聽眾請問他的觀後感，李教授說
：非常精采 ！ ，三星堆所發現的青銅器，和以前
所發現商代的東西有些不同，學者們認為它代表
西南地區的巴族文化，具地域性的色彩，但李澤
厚認為它和其他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有些關聯，仍
舊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從這件事可說明中國一
詞是 「文化」的概念，而非 「種族」，他認為中
國的文化傳統一向接受、並吸取外來文化，最後
往往將異族同化，例如漢代的宰相有外國人當，
本來 猶太人是最難同化的民族 , 但現在河南開封
有採漢姓而不吃豬肉的猶太人村莊。

演講結束後，一位聽眾關心地詢問李教授移
居海外的轉折，李教授回答: 出國對研究生涯是一
種損失，但留在國內不能教書、招學生，不能發
表文章。而移居國外，可以隨便發表意見，可以
出版像 「告別革命」這樣的書，不像在國內，做
了 「牛」後，只能排泄一大堆廢物。李教授在休
士頓兩日行程除了演講、參觀太空中心和博物館
的三星堆展覽，並且會見了休士頓北大同學會的
故舊學生，安排接送陪行的美南作協會友，都稱
讚李教授絲毫沒有大學者的氣焰，就像論語裡所
形容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君子。

世事洞明的學者
作為讀者和媒體記者，我們看到李澤厚先生

既有敏銳的理論思辦能力，又能深刻體悟審美的
精神，他早歲家道衰落，生活環境困苦，在上世
紀五、六十年代 因言肇禍，自謂 「被下放勞動，
因此在身體上和精神上所受的創傷折磨所在多有
。」曾見網路文章說他 「不通人情世故」的故事
，但這在顛沛流離的九十一年當中，實所難免。

綜觀其一生，能在動盪不安之時，為自己謀
得相對性的安穩生活，教書著作不輟，根據大陸
出版界的統計，李澤厚版稅超過百萬，在北京王
府井街擁有房產。他自己也說 「我個人經濟搞得
很好，回國都坐商務艙，都是花我自己的錢。」
因此可見他是一位會做學問又 懂得調理生活的人
。記得余英時有一次在訪問時曾說 「歷史和新聞
是同一門學科；歷史就是新聞，新聞就是歷史」
，僅以此文追悼李澤厚先生這位廿世紀中國轉型
期的哲學家、美學家和歷史學者 ！ （於2022年十
一月美東添記）

光陰似箭，轉眼遷離休士頓己逾一載，知悉我追隨半甲子之久
的美南華文作協即將舉辦年會和改選活動，心中溢滿思念與祝福！
憶及今年初撰寫追悼一代美學宗師李澤厚一文，以他千禧年三月、
應美南作協和萊斯大學之邀，訪問休士頓為主要內涵，本文一則緬
懷先賢，同時也紀述了那件腦力激盪的美南藝文盛事。

李澤厚的有情世界
石麗東石麗東

【美南新聞泉深】共和黨人在11月16日周叁贏得了美國衆
議院的多數席位，這為兩年來分裂的政府奠定了基礎，因為拜登
總統的民主黨控制了參議院。

這場勝利賦予共和黨人控制拜登議程的權力，以及對他的政
府和他的家庭發起可能具有政治破壞性的調查的權力，盡管它遠
未達到該黨所希望的“紅色浪潮”。

在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計票之後，共和黨人已經贏得了他們控
制衆議院所需的 218 個席位，最後的決定是在計票之後發出的。
共和黨在加利福尼亞州第 27 國會選區的勝利使該黨超越了半數
的界限。

該黨現任衆議院領袖凱文·麥卡錫可能面臨充滿挑戰的道路
，因為他需要他的頑固核心小組在關鍵選票上團結一致，包括在
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再次競選白宮之際為政府和軍隊提供資金
和房子。

麥卡錫在推特上說：“美國人已經准備好迎接新的方向，衆
議院共和黨人也准備好實現這一目標。”

這場失利削弱了拜登在華盛頓的部分權力，但周叁拜登祝賀
麥卡錫，並表示他將與兩黨合作以取得成果。

拜登在一份聲明中說：“美國民衆希望我們為他們做好事。
”

衆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衆議院民主黨
人“將繼續在支持拜登總統的議程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這對微弱
的共和黨多數派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民主黨人受到選民對一系列極右翼共和黨候選人的否定的鼓
舞，其中大多數是特朗普的盟友，包括分別在賓夕法尼亞州參議
員穆罕默德·奧茲和州長競選中的道格馬斯·特裏亞諾，以及亞利

桑那州參議員競選中的布萊克·馬斯特斯。
盡管衆議院共和黨人預期的“紅色浪潮”從未到達岸邊，但

保守派仍在堅持他們的議程。
為了報複民主黨人兩次彈劾特朗普，他們正加緊調查拜登政

府官員和拜登的兒子亨特過去與中國和其它國家的商業往來，甚
至包括拜登本人。

在國際方面，共和黨人可能會在烏克蘭與俄羅斯軍隊作戰時
尋求壓制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和經濟援助。

通貨膨脹和墮胎的拉鋸戰
美國回到 2021 年前在華盛頓的權力分享，選民在中期選舉

活動中被兩個主要問題拉向相反的方向。
高通脹為共和黨人提供了攻擊自由派的彈藥，他們在 CO-

VID-19 大流行期間贏得了數萬億美元的新支出。隨著選民看到
他們每月的食品雜貨、汽油和房租費用上漲，懲罰白宮和國會民
主黨人的願望也隨之增加。

與此同時，在最高法院 6 月份結束墮胎權的裁決激怒了廣大
選民、支持了民主黨候選人之後，出現了左翼傾向。

愛迪生研究所在民意調查中發現，近叁分之一的選民表示通
貨膨脹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對于四分之一的選民來說，墮胎是
他們最關心的問題，61% 的人反對高等法院在 Roe v. Wade 案中
的判決。

在洛杉為市長競選中，愛迪生預測民主黨人卡倫巴斯是國會
的頂級進步人士，她擊敗了前共和黨億萬富翁裏克卡魯索，後者
的競選綱領是減少該市的犯罪和無家可歸者。到目前為止，她獲
得了 53% 的選票。

關注總統競選

雖然中期選舉都是關于美國國會、州長和其它地方辦公室的
選舉，但懸而未決的是 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

特朗普仍然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首選，但他在 11 月
8 日招募或結盟的極右翼候選人表現不佳，遭遇了一系列挫折。
一些保守派共和黨選民對特朗普表示厭倦.

與此同時，羅恩·德桑蒂斯以近 20 個百分點擊敗民主黨對手
查理·克裏斯特，順利連任佛羅裏達州州長。據報道，特朗普對
政治專家給予德桑蒂斯的高分感到憤怒，德桑蒂斯被視為特朗普
在 2024 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領域的潛在挑戰者。

2024 年的選舉將立即影響衆議院共和黨人追求的許多立法
決定，因為他們在新獲得的多數席位上大展拳腳，無論多麽狹窄
。

他們公開談論在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安全網計劃中尋求成本
節約，並制定 2017 年頒布的即將到期的永久性減稅措施。

保守派威脅說，除非實現大幅削減開支，否則明年將推遲必
要的債務上限上調。

極右翼的衆議院自由核心小組主席斯科特·佩裏上個月告訴
路透社：“我們准備好利用我們擁有的影響力至關重要。”

首先，衆議院必須選出未來兩年的議長。麥卡錫周二贏得了
他的核心小組的大多數支持，以競選接替佩洛西的強大職位。

憑借如此微弱的多數，麥卡錫努力讓他不守規矩的共和黨成
員中的幾乎每一位成員做出承諾，而在 2015 年的競選期間，這
種努力就失敗了。自由核心小組成員，總共大約四打，可以掌握
他贏得議長職位和他的議長職位的可行性的關鍵。

共和黨贏得美國衆議院多數席位
為分裂政府奠定基礎



BB66BB66
星期五       2022年11月18日       Friday, November 18, 2022

體育消息

中國男籃易帥中國男籃易帥
衝擊巴黎奧運衝擊巴黎奧運衝擊巴黎奧運

杜鋒離隊 杜迪域走馬上任

杜
迪
域
明
天
抵
華
履
新

綜合中新社報
道 中國籃協為提高國家

籃球隊在國際賽場的整體競
爭力，聘請杜迪域擔任中國男
籃主教練。
中國籃協在公告中稱，感謝原

主教練杜鋒在過去三年對中國男籃
的貢獻與付出。杜迪域教練也感謝杜
鋒教練在第五窗口期帶領中國男籃獲
得了2023年世界盃出線權。杜鋒表
示，無論作為球員還是教練，能夠為國
征戰都是最寶貴的經歷和最高榮譽，今
後他將繼續努力為中國籃球貢獻力量。

據悉，杜迪域將於11月18日抵達
中國，在杭州完成入境隔離後前往
CBA聯賽賽區，與中國籃協及相關
人員深入交流和溝通，全面開啟中
國男籃教練團隊組建和國家隊隊
員考察工作。此外，據報與杜迪
域同行的還有一位助理教練和
一名體能教練，他們將與
中方教練共同組成中國
國家男籃教練組。

中國籃球協會16日宣布，杜鋒不

再擔任中國男籃主教練。杜鋒於2019年上任，已帶

隊鎖定2023年男籃世界盃參賽席位。中國男籃主教練職務

由曾經率隊獲得2016年里約奧運會亞軍的塞爾維亞籍名帥亞歷山

大杜迪域（Aleksandar Dordevic）擔任。他將帶領中國男籃出戰

2023年男籃世界盃預選賽第六窗口期比賽，以及2023年男籃世界盃

的比賽，力爭率隊奪取2024年巴黎奧運會參賽資格。在距離巴黎

奧運會開幕不到兩年的時間點上，這一決定對於中國男籃來

說意味深長。

◆杜迪域曾
帶領塞爾維亞取
得 里 約 奧 運 銀
牌。 資料圖片

◆杜鋒不再
擔任中國男籃
主帥。

資料圖片

◆◆杜鋒杜鋒（（右二右二））帶領中國男籃獲得帶領中國男籃獲得
世界盃出線權世界盃出線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中國國家男籃參
加了自1984年

洛杉磯奧運會以來的所
有奧運會比賽。直到
2019年男籃世界盃，因未
能打出亞洲最好成績，中
國男籃缺席了東京奧運
會。這次首度無緣奧運會
的原因，還要回溯到2014
年籃球世錦賽改制為籃球
世界盃。

國際籃聯大幅度重構了奧運會參賽資格的獲取方式，將
奧運會資格和世界盃成績進行綑綁，在世界盃上成績最好的
亞洲球隊獲得該大洲一個奧運會參賽席位，這樣的賽制充滿
更強的競爭和更大的不確定性。主教練專職化已經成為各強
隊的標配，他們必須全程投入各階段比賽的備戰、訓練中。

從國際籃球的整體趨勢來看，戰術風格演化加快，各隊
整體競爭力不斷增強，對主教練的國際視野和技戰術水平以
及對於主要對手的知己知彼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與各方
充分溝通，綜合考慮了國內外教練人選的特點，分析了任務
周期、執教經驗、專業資歷、檔期和可選擇的對象等綜合因
素之後，中國籃協最終鎖定了塞爾維亞名帥杜迪域。

現年55歲的杜迪域成為繼哈里斯、尤納斯、鄧華德、揚
納基斯之後中國男籃的第5位外籍主教練。杜迪域作為隊員和
教練都曾有過世界出色的戰績，作為隊員，他曾經幫助南斯
拉夫隊拿到過1996年奧運會銀牌和1998年世錦賽冠軍。作為
教練，他曾在2013至2019年之間執教塞爾維亞國家隊，獲得
過2014年男籃世界盃亞軍和2016年奧運會銀牌。

目標打造成世界級球隊
杜迪域長期在彭拿典奈高斯、費倫巴治等歐洲頂級職業

籃球隊執教，技戰術水平和執教能力都已在國際籃壇被認
可。中國男籃是他執教的第一支亞洲隊。此前，哈里斯、尤
納斯和鄧華德都曾帶領中國男籃打進奧運會，而希臘名帥揚
納基斯也有在執教中國男籃期間，未能發揮出與其名氣相匹
配的執教能力的教訓，亞錦賽僅獲第5名。因此，對於中國男
籃和此前長期執教歐洲球隊的杜迪域來說，需要盡快發生化
學反應，在短時間內完成球員遴選、訓練、備戰等一系列重
要任務，打造一支在世界範圍內有足夠競爭力的球隊，這些
工作無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 WTT黎巴嫩青少年賽當地時
間周二（15日）進行U13及U17女單淘汰賽，自
9月首次代表港隊至今已經奪兩冠一亞的小將麥
明芯，今站繼續展現勇態，在U13女單一局不失
下強勢稱后。至於黃凱彤則在U17女單決賽惜負
印度球手，只能屈居亞軍。

麥明芯今年9月先後在泰國及格魯吉亞連奪兩
冠，並在本月初於意大利摘亞，令她在U13的世
界排名從9月初榜上無名躍升至第13位。來到今站
她繼續發威，在小組賽3戰一局不失下輕鬆首名出
線直入8強，及後她接連橫掃哈薩克及埃及球手殺
入決賽。冠軍戰面對伊朗選手Vania Yavari，首局
港將在局初雖然稍微落後，不過她在中段已經重拾
節奏，局尾連得3分下以11：8先贏一局，次局更
令對手毫無還擊之力，以11：0再下一城。第3局
麥明芯初段已經以6：1領先，雖然一度被追至7：
7平手，惟港將站穩陣腳後在局尾連取兩分，以
11：9擊敗對手，全站賽事6戰一局不失下強勢稱
后。

U17方面，在小組賽兩戰全勝過關的黃凱彤直
入8強，並直落3局輕取埃及球手晉級準決賽。4
強硬撼伊朗Elina Rahimi，黃凱彤在落後下連贏兩
局（10：12、11：4、9：11、11：7、11：6）反勝
闖決賽。冠軍戰對陣印度選手Pritha Priya Varti-

kar，港將首局先贏11：6，惜未能乘勝追擊，被對
手連贏3局（10：12、3：11、9：11）逆轉，只能
屈居亞軍。

◆◆麥明芯於麥明芯於UU1313女單奪冠女單奪冠。。
香港乒乓總會圖片香港乒乓總會圖片

WTT黎巴嫩青少年賽
麥明芯U13強勢封后

樊振東呼籲球迷遠離飯圈戾氣
中國乒乓球運動員樊振東日前通過社交媒

體發布長文，呼籲球迷遠離飯圈戾氣，並表
示，自己會爭取早日恢復最佳狀態。

樊振東寫道：「很久沒跟大家交流了。經
過前幾次的溝通，我能感受到很多球迷是理智
的、願意尊重我的，在賽場上我也很受鼓舞，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和理解。然而，近期各種
不和諧的聲音不合適的行為又多次出現，我認
為還是有必要再次重申自己的態度。」

樊振東表示，自己作為一名運動員有思想
和主見，職業生涯會有高光也會有低谷，常年
大量訓練帶來了成績也留下了傷病，這些都是
正常的，最重要的是堅定做好自己。

對於球迷的關心，樊振東在文中表示感
激，但他說自己認可的是理智的有素質的方
式。同時樊振東呼籲大家從競技體育中收穫積
極樂觀的心態，遠離飯圈的戾氣，不要把飯圈
陋習帶進競技體育，「任何人的飯圈化言行對
我都是有害無益的，請不要打着關心我為我好
的旗號，對我的工作生活人際關係進行代入式
分析討論甚至爭吵謾罵。」 ◆中新網 ◆樊振東呼籲球迷小心言行。 樊振東微博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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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就業

世界首富马斯克(Elon Musk)已经在Twitter

裁员50%；

脸书母公司Meta被曝本周将裁员数千人；

微软、英特尔要“砍”上千人，线上支付

巨头Stripe宣布将大幅裁员约14%；

亚马逊、苹果、高通等大厂也纷纷宣布暂

停招聘…

经济衰退阴影的威胁之下，越来越多的美

国科技业公司感受到刺骨的寒意，提前进入

“严冬”！

Meta惊传本周要裁数千人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

脸书母公司Meta计划本周开始大裁员。

近期，疫情期间曾快速增长的科技大厂们

纷纷开始削减员工，而Meta的裁员人数可能是

这一波裁员潮中最多的一家。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最近说，大多数团队

在明年将保持平稳或萎缩。图片来源：MI-

CHAEL NAGLE/BLOOMBERG NEWS

据报道，这一裁员计划最早于周三宣布，

预计将影响数以千计的雇员。

根据Meta此前公布的信息，截至9月底，

Meta员工总数为8.7万人。

知情人士表示，该公司主管已告知员工取

消本周的非必要旅行。

值得关注的是，这将是Meta创立18年来首

次大规模裁员，从人数上看，在大型科技公司

中，丢掉饭碗的Meta员工可能会是最多。

不过，Meta的裁员比例应该低于推特上周

大砍员工总数的五成。

据报道，Meta发言人对此拒绝置评。

疫情期间，随着很多人在将生活和工作转

移到网络上，Meta也曾和其他科技巨头一样，

大举招兵买马。

仅仅在前两年，该公司就增聘了超过

2.7万名员工，今年前9个月，该公司又招聘了

超过1.5万名员工。

随着经济衰退的示警声音不断响起，投资

人也对Meta的高支出和未来前景备感担忧，今

年以来，Meta股价已大跌超过七成。

疯狂马斯克：推特证实裁员50%

上周五(11月4日)，推特安全和诚信主管在

一条推文中说，推特已裁掉了50%的员工。

截至9月底，推特的员工数量大概是7500

人，据报道公司目前已裁掉一半约3700人。

这也是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接手推特一周后，烧出的第一把火。

如此大规模的裁员，让每个人都在煎熬中

等待最后的判决。当然，还是有些人不忘积极

地表现自己。

这其中求生欲最强的莫过于推特的产品总

监，她转了一张自己凌晨两点多裹着睡袋躺在

公司会议室地板过夜的照片，并配文：

“当你的团队日以继夜赶工时，你会以办

公室为家。”

与此同时，马斯克也遭遇了几名推特员工

提起的集体诉讼。

这些员工称，公司在没有提供所需60天提

前通知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裁员，违反了联邦

和加州法律。

对此，马斯克也做出了回应。他表示，推

特的全球裁员行动，是考量了公司经营之后不

得已的结果。

“不幸的是，当公司每天损失超过400万

美元时，没有其他选择。”

马斯克强调，每一位离职的员工都得到了

3个月的遣散费，这比法律规定的要多50%。

微软整个团队被炒掉

10月17日，多家媒体报道，微软正在多个

部门裁员近1000人。

消息人士表示，裁员涉及多个地区和部门

，包括Xbox和Edge，但微软拒绝透露裁员人数

。

不过，微软旗下Studio Alpha首席架构师

格雷格· 查普曼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哇，这真是一次冒险，我和我的整个团

队都被炒了。我已经从事游戏开发25年，在微

软干了12年。我到现在还没有平复心情…”

据悉，查普曼所在的Studio Alpha工作室

彻底关闭，团队所有员工都被解雇。

在微软工作了20多年的KC Lemson，是微

软首席技术官办公室的产品经理，她业在社交

媒体上发文称自己被解雇了：“2022年，真不

容易啊！”

科技行业纷纷裁员

随着科技行业就业前景日前进一步恶化，

科技大厂裁员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华尔街日报的网站上，分分钟似乎都能看

到类似的消息…

早在今年9月，谷歌就正式迈出了裁员中

的第一步。

在谷歌内部的研发创新孵化器部门，名字

叫做Area 120，开始了一波裁员。14个在进行

中的研发项目，被砍掉了7个。

上周四，线上支付巨头Stripe，在其网站上

发布公告，宣布将开始裁减14%的员工。

“今天我们宣布了迄今为止不得不做出的

最艰难的改变。我们将把我们的团队规模减少

约14%，并在此过程中与许多有才华的员工告

别。”公告写道。

Stripe有大约8000名员工，这次裁员看起

来使大约1100名员工，在进入假日季节时失去

工作。

就在同一天，网约车平台Lyft联合创始人

也宣布，该公司将裁减13%的员工，近700个

工作岗位。

作为一家专注于滤镜的公司，Snap Inc.今

年以来的股价表现有些让人不忍直视。目前

Snap已经专注于降低开支，最近裁员20%，并

停止了非必要项目，如取消一款自拍无人机的

开发。

彭博上周四的报道也表示，苹果公司

最近颁布了一项暂停招聘的规定，适用于

研发以外的“许多岗位”，包括专注于标

准硬件或软件工程的职位，以及其他一些

公司职位。

11月2日，亚马逊在一条备忘录中透露，

未来几个月将持续冻结招聘。

此外，线上券商Robinhood、加密货币交易

所Coinbase、社交平台Snap等科技公司均于近

期宣布了裁员或放缓招聘的举措。

在过去10年里，科技公司引领了美国经济

的道路，而且在新冠大流行最糟糕的日子里提

振了股市。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许多大厂的财报显示

，它们正感受到全球经济动荡、通胀飙升和利

率上升的影响。

随着美国经济滑入衰退的风险增大，科技

公司高管们警告说，未来的日子会更艰难。

与经济一同进入寒冬的，当然还有就业市

场。

那些裁员和暂停招聘的大厂们，无疑是对很

多正在寻找工作的华人和留学生们关上了大门。

曾准确预测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末日博

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表示，经济衰退

很可能在今年底之前袭击美国，明年将蔓延到

全球…

末日博士预测，这场衰退将导致出现类似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并将使很多国家陷入全

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那种大规模债务困境。

Meta、推特、谷歌、微软疯狂“裁人”!
华人、留学生找工作惨了…

即将进入11月，多所海外院校已开放2023年

度的留学生申请。今年，意向留学人群在留学国

家、学校和专业选择方面呈现出什么新态势？近

日，启德发布《2022中国学生研究生留学白皮书

》，数据显示，我国申请海外硕士研究生的人数

仍居高不下，而硕士人数的上涨也沉淀了更多潜

在的博士申请人。英美等老牌留学国家保持吸引

力的同时，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越来越受留学生

关注。

学生和家长在启德国际教育展现场进行咨询

。

英美澳留学仍然火热商科申请量略微下降

《2022中国学生研究生留学白皮书》显示，

近五年来硕士学历的留学申请占整体学历层次的

78.46%，占比最大。从具体国家来看，美国、澳

大利亚和英国是高等教育阶段中国留学生人数排

名前三的国家。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和美国国务院教育

和文化事务局（ECA）发布的《2021 美国门户开

放报告》(Open Doors Report)显示，在2020/21学

年中，中国依旧是美国最大的生源国/地区，共计

317299 人，占比为 34.7%。

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数据显示，

中国留学生同样是在英国的海外学生占比第一，

2020/21学年达到了143820人。

受2021年底澳大利亚边境开放政策利好的刺

激，2022上半年新签证研究生留学人数相比去年

同期增长103.74%，占比增长5.7%。

启德留学广州分公司项目副总监叶嘉豪观察

到，出于对疫情的担忧，“就近留学”的趋势愈

发明显，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

国家得益于地理位置优势，开始受到我国意向留

学人群关注，近三年来这些国家的留学申请量均

有所提升。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院校的申请人数

也以每年50%左右的趋势在快速上升。

就申请硕士研究生留学的学科分布来看，

2022年申请商科与经济学的学生占比人数略有下

降，理工科、人文社科均稍有提升。叶嘉豪提到

，受国内市场调整对用人需求的影响，部分过往

留学人群中较小众的专业例如新媒体、医学大数

据应用等正在逐步受到留学申请人的关注。

海外博士申请人数增多中外合办项目成为新

赛道

启德全球博士申请中心负责人刘巍巍表示，

与去年相比，今年海外博士的申请人数增长了4倍

。启德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商科与经济学博士

的申请人数占比显著提升，工科、人文社科专业

则并列成为博士申请人数占比最高的学科。此外

，据刘巍巍介绍，应用类专业如工商管理、艺术

表演等申博人数正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他对

此分析称，“硕士学历人数增多为博士阶段沉淀

了更多潜在申请人。像艺术教育等多个行业对人

才选聘的标准有所提升，这也倒逼学生通过申请

博士、提高学历来获得更好的求职竞争优势。”

就博士申请特点而言，刘巍巍说，“由于博

士导师的研究项目一般为某一领域的细分化选题

，学生此前的学术背景与导师的匹配度，以及某

导师项目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支撑度均不同。”因

此，他更建议学生以研究课题的实际出发放眼全

球来匹配导师，以提升申请成功率。

除博士申请呈现上升势头，2022年的留学申

请人群中申请海外预科及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数均

有所上升。启德留学新高考项目负责人吴淳云向

记者表示，在准备出国深造或希望接受国际化教

育的学生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将成为他们国内

升学的补充赛道之一。

学生在博士申请展位进行咨询。

留学人群看好国内就业

针对留学生就业的问题，叶嘉豪分析称：

“得益于各省发布的留学生人才引进计划等利好

政策，近两年留学生回国就业的人数呈现上升的

趋势。”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

告》显示，2020年全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人才数

量较2019年猛增33.9%，应届留学生人数增长

67.3%。2021年，国内求职的海归人数与应届留学

生人数与2020年基本持平，同时归国留学生近八

成集中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求职。

据《2022中国学生研究生留学白皮书》，

49.43%留学生回国后意向进入外企就业，国企央

企则以34.91%的占比排名意向度第二。另外，公

司薪酬水平、行业发展前景以及岗位稳定性等较

为实际的求职诉求成为海归选择就业企业时主要

的考虑因素。

留学市场回暖，海外博士申请量倍增，留学人群看好国内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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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12月6日 活動及委員會11月月會訊息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訊】休士頓西

南區管理委員會於本月中旬前舉行了公共安全
、環境與設計、經濟與商業等三個委員會的月
會，並將於下旬舉行董事會月會。值此歲末年
終即將展開的時段，不論是本年度最後幾週的
預定工作，以及明年度的新計劃及相關預算，
管委會都積極討論及規劃，以使本年度順利銜
接至明年度更豐富多元的發展計劃。

在公共安全本月月會中，重點之一是中國
城副委員會將於12月9日上午11時至下午2時
舉行的 「禁止侵入」牌誌的登記與發放，以及
同時段 「Boba Tea with a Cop」的業者、居民和
警察茶敍活動。因有負責維護西南區管委會範
圍的三個警局、休士頓市警局等警務人員參加
，業者及民眾到時不只可以登記及領取對治安
及社區秩序至關重要的 「禁止侵入」牌誌，更

可就切身的各種治安議題，與警方人員面對面
討論。

管委會主席李雄表示，此活動將原規劃時
間日期做了更動，就是希望更好地配合警方與
社區各界的時間，以達到最佳效果。到時也將
有範圍內商家、公職人員辦公室、社區社團組
織共同參與，希望社區大眾把握機會踴躍參與
。

其他要點包括治安委員會主席Peter Acqua-
ro提議在每年March on Crime 活動中，向殉職
警方人員致敬；以及12月，警方為弱勢家庭小
朋友舉行的Toy Drive 慈善活動；另外Jonathan
Lui 警官負責舞獅團的訓練及義務演出，尋求管
委會的支持等。幾項議題都將於月底董事會中
議決。

環境與設計委員會月會中，由委員會主席

Stephan Le Jr. 主持，所討論的重點包括各項社
區養護工程後續及更新；安裝照像監視器在社
區範圍經常被非法傾倒垃圾的地點，以對犯者
留下証據紀錄等。之前經過討論及決議的壁畫
計劃，也在議決預算、地點後，根據規劃進度
進行。

經濟及商業委員會月會中，關於明年度的
規劃重點之一，包括主席李雄及所有董事會成
員都很重視的公關及宣傳計劃。委員會主席
David Peters 及副主席Harry Shani提出的重點是
整個計劃的主要視界如何？執行官 Josh Hawes
表示這部分的確要準備宏大計劃，但必須逐步
進行。他表示在他經驗中，曾經有其它管委會
花三年時間建立系統。另外各方經費、資源、
做法等要項都需整合。另一位媒體宣傳顧問則
表示，首先要考慮管委會自訂的目標，以及區

分首要重點、次要重點等。針對於此，委員會
主席David Peters 表示希望管委會範圍之外的人
，也能瞭解此社區是個安全消費、多元文化分
享的繁榮地區。對於此初步目標，與會人士同
意公共治安議題，將是理想的初階段公關及宣
傳重點。

會中並就社區內義務工作的華埠亞洲餐廳
指南系統規劃者Luis Chen 的補助要求加以討論
，與會董事都肯定他的工作成果，將在查詢網
頁資料所有權相關法律規定後，繼續議決對
Luis Chen 的補助及合作模式。另外12月的經費
要求，多以警方及不同社區組織的耶誕慈善有
關，包括 Toy Drive ，Blue Santa 等，都將於下
旬董事會議中議決。

美南作協明天11月19日舉行會員大會
將選舉新會長 及舉行頒獎及精彩講座

各位敬愛的美南作協會員：
會員大會即將於本周六下午1至3時在僑教中心203室舉行

，這是三年來第一次我們可以面對面的聚在一起，極盼大家珍惜
這次聚會，適又逢感恩、聖誕等佳節將至，趁此不但暢聊文學情

誼，而且互祝節日快樂，希望來年諸事順利
。除了選舉事宜僅由會員享用權利外，我們
也歡迎攜帶眷屬以及其他親朋好友一同來參
加，我們準備了一些點心及瓶裝水，以助談

興。
除了選舉事宜外，我們還備有
兩項活動：

1. 大家所熟悉的本會名作
家姚嘉為，最近以新書《時光
長巷》榮獲僑聯總會海外華文
著述文藝創作獎散文類第一名
，屆時將由僑教中心主任頒贈
獎章及獎狀。

2. 美南報業副社長也是本
會的資深作家、前會長秦鴻鈞
，最近獲得入選歐洲三大影展
「最佳原創劇本獎」。在華人

影劇界為史無前例的突破，實
屬難能可貴。我們特別請到主導這部影片的大導
演梁晨先生，為我們講述此次秦鴻鈞得獎的歷程
，其中包含不少寫作及拍攝的辛酸艱難困苦。 梁
導的講話精彩可期，切勿錯過。

凡因事或住外地不克與會的文友，請委托朋友
代為投票。

我們歡迎一些走失的前會員，如果看到這則消
息，也盼能回娘家敘敘舊。

理事會召集人陳紫薇敬上。
原定於本周六（11月12日）舉行的會員大會，因有多位會

員及理事們反映時間衝突，無法及時與會，為使大會圓滿成功，
現決定順延一周，改在11月19日（星期六）下午1時至3時，在
僑教中心203室舉行，期盼所有會員、理事准時出席，難得的歡
聚一堂。

時間：11月19日下午1時至3時
地點：僑教中心203室

歡迎2022 年華府牽手獎得主李靜芳黃瑞禮律師夫婦前耒德州休士頓和美南
分會牽手獎得主李迎霞賴清陽律師相見歡感謝世界婦女工商協會總會舉辦的溫馨
的牽手獎祝每對牽手獎得主擁有世界上最幸福美滿快樂的佳偶永浴愛河白頭偕老

圖為由僑聯總會會長李迎霞圖為由僑聯總會會長李迎霞（（右右））推薦的作協名作家姚嘉為推薦的作協名作家姚嘉為（（中中），），以新書以新書
《《 時光長巷時光長巷》》榮獲僑聯總會海外華文著述文藝創作獎散文類第一名榮獲僑聯總會海外華文著述文藝創作獎散文類第一名，，年會時年會時
將由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將由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左左））主持頒獎主持頒獎。。


	1118FRI_B1_Print.pdf (p.1)
	1118FRI_B2_Print.pdf (p.2)
	1118FRI_B3_Print.pdf (p.3)
	1118FRI_B4_Print.pdf (p.4)
	1118FRI_B5_Print.pdf (p.5)
	1118FRI_B6_Print.pdf (p.6)
	1118FRI_B7_Print.pdf (p.7)
	1118FRI_B8_Print.pdf (p.8)

